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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P基因TaqIB多态性与海南汉族人群原发性高血压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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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CETP基因TaqIB多态性与海南汉族人群原发性高血压(EH)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2013

年3月至2014年1月在海南省干部疗养院进行体检及治疗的海南省汉族301名健康对照人群(对照组)和218例EH

患者(EH组)的全血DNA，利用多聚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检测CETP基因TaqIB多态位

点的基因型，利用 SPSS21.0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EH组人群的B1B1、B1B2和B2B2频率分别为

38.53%、47.25%、14.22%，对照组人群分别为45.18%、39.87%、14.95%。EH组人群的B1和B2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62.16%、37.84%，对照组分别为65.12%、34.88%，上述各项指标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EH组

CETP基因TaqIB 位点B1B1、B1B2和B2B2基因型和B1/B2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和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CETP基因TaqIB位点多态性与海南汉族人群EH无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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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aqIB polymorphism of CETP gene and essential

hypertension (EH) in Hainan Han popu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301 cases of healthy controls (control group) and

218 cases of EH patients (EH group),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Cadre Sanatorium of Hainan Province from March 2013

to January 2014, were enrolled for this study. The blood DNA was extracted and detected by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 to understand the TaqIB polymorphism of CETP. The detection result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by SPSS21.0. Results The frequencies of B1B1, B1B2 and B2B2 were respectively 38.53%, 47.25%, 14.22% in EH

group, and 45.18% , 39.87% , 14.9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llele frequencies of B1 and B2 were respectively

62.16%, 37.84% in EH group, and 65.12%, 34.88% in control group. Pairwise comparisons of all of the above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B1B1, B1B2 and B2B2 genotype, B1/B2 allel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n the TaqIB locus of CETP
gene (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aqIB polymorphism of CETP gene and es-

sential hypertension (EH) in Hainan Han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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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EH)的发生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生可导致患者心血管系统功
能的改变，是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疾
病发生的危险因素[1-2]。研究显示，遗传因素在高血压
病因学中占据的比例为30%~50%，研究明确候选基因
与EH的关联性对于明确高血压的发病机制及后续的
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3-4]。许多学者对EH候选基因的
遗传变异对EH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例如血管收缩相
关基因、胆固醇酯逆向转运相关基因等。胆固醇酯转
运蛋白(Cholesteryl ester transfer protein，CETP)是血浆
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之一，控制着胆固醇在血浆
脂蛋白间的交换，进而影响着胆固醇从血液向肝脏的
逆向转运过程。研究表明该蛋白编码基因的遗传变

异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LDL和HDL

颗粒大小有关[5-7]。NCBI的数据库中显示CETP基因
有超过2 000个突变位点，其中 I405V、TaqIB等多态性
位点与脑卒中、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及长寿的关联
性研究已有诸多报道 [8-10]。陶晓明等 [11]对 CETP基因
Taq IB多态性与蒙古族原发性高血压的相关性进行了
研究，结果发现该位点可影响血脂水平，可能间接参
与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为了探讨海南人群中CETP
基因 TaqI 位点突变与 EH 的关联性，笔者选择了 218

例高血压患者及301例对照进行了病例比对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
期间在海南省干部疗养院住院治疗的 218例EH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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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EH 组。该组患者年龄 55~70 岁，高血压诊断标
准均符合以下标准：在患者未服用抗高血压药物的情
况下，3次不同日期的测量平均值收缩压≥140 mmHg

(1 mmHg=0.133 kPa)和/或舒张压≥90 mmHg，或者患
者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虽然血压不在上述范围内，均
诊断为高血压。从同期在海南省干部疗养院体检科
采集无血缘关系的海南汉族健康个体301例作为对照

组。纳入标准：年龄 55~65岁，肝肾功能正常，排除心
血管疾病、糖尿病及血液病病史。

1.2 样本采集 所有入选者抽取晨间空腹静脉
血3 mL，采用EDTA抗凝保存，SDS裂解法提取DNA。

1.3 等位基因特异性PCR扩增CETP基因
1.3.1 引物的设计与合成 利用Primer 5.0，参照

文献[10]设计引物，引物序列如表1所示。

表1 PCR扩增引物及酶切片段

位点

TaqIB(rs708272)

引物序列

F: 5'-TGGACACCCACTATGCCAGGAG-3'

R: 5'-ACCTTGGCAGTCTCGTGGTTCA-3'

扩增产物的长度

891 bp

酶切产物的长度与基因型的对应关系

B1:236~655 bp

B2:891 bp

1.3.2 PCR扩增及酶切 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和琼脂糖凝胶电
泳的方法鉴定 CETP基因 TaqIB 位点 CC (B1B1)、CT

(B1B2)、TT 基 因 型 (B2B2)。 PCR 扩 增 反 应 采 用
Tgradient96 型梯度 PCR 仪，扩增体系为 20 µL，其中
DNA模板 1 µL，2×Es Taq MasterMix 10 µL，上下游引
物(1 µmol/L)各 1 µL，Rnase-Free Water 7 µL。PCR 扩
增条件：94℃预变性 2 min；94℃30 s，65℃30 s，72℃
35 s，34个循环；72℃再延伸 10 min。酶切条件：10×

FastDigest 2 µL，PCR 产物 7 µL，FastDigest enzyme

(TaqI) 1 µL，65℃水浴90 min。
1.4 基因型的判断及确认
1.4.1 基因分型结果判定 根据酶切产物电泳结

果判断基因分型。若电泳结果只有两条条带(分别为
236 bp和655 bp)，则为野生的纯合子B1B1；若电泳结果
有三条条带(分别为236 bp、655 bp和891 bp)，则为杂合
子B1B2；若电泳结果只有一条条带(891 bp)则为突变纯
合子B2B2，如图1所示，1、3、5、7、9号样本的基因型分别
为B2B2，B1B2，B2B2，B1B2，B2B2，B2B2。

1.4.2 基因分型结果的验证 从高血压组中随机
抽取3个上述建立的PCR-RFLP技术检测后分型出的
各种CETP基因型的DNA样本，送上海生工生物工程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DNA序列测定。结果表明，酶
切方法鉴定的基因型与测序鉴定的基因型完全相同。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
基因型分布频率及等位基因分布频率等计数资料进

行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两组受检者中CETP基因TaqIB位点B1B1、B1B2、

B2B2三种基因型和B1、B2等位基因分布频率见表2，
其中基因型B1B1、B1B2和B2B2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13、0.094、0.816)，等位基因B1
和B2发生频率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CETP在血浆胆固醇代谢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引起

了诸多学者对它与血脂及心脑血管疾病关联性的兴
趣。前瞻性的研究结果显示该基因多态性对高密度
胆固醇HDL-C的浓度有较大影响，且与疾病的发生密
切相关 [12-13]。陶晓明等 [11]对CETP基因 Taq IB 多态性
与蒙古族原发性高血压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该
位点的多态性与血液中HDL-C、TC、TG的水平密切相
关，但与EH的发生却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本研究显
示 EH 组 CETP基因三种基因型 B1B1、B1B2 和 B2B2
的发生频率分别为 38.53%、47.25%、14.22%，对照组
B1B1、B1B2 和 B2B2 的发生频率分别为 45.18% 、
39.87%、14.95%。等位基因B1和B2在EH组中的分布
频率分别为 62.16%、37.84%，在对照组中为 65.12%、
34.88%。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CETP 基因TaqIB多态
性与海南汉族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这与陶晓明等[11]对蒙古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此外，
蒙古人群中等位基因B2的发生频率为0.41，与东南亚
人群及白种人的发生频率相近(0.42)[12-13]，而我们对海
南人群的研究发现B2的频率为0.35，低于以上人群。

此外，由于本研究未统计被研究人群的血脂水平
及其他相应指标，故无法探究EH组与对照组的血脂
及其他指标的相关性。因此，应扩大样本量，并采集
参加本研究人群的各项检查指标，并结合多种研究方
法对上述结果进一步验证。

图1 CETP基因TaqIB突态位点基因分型电泳图

注：1 500 bp DNA ladder；1，3，5，7，9，11随机抽取的为5个样本的PCR

扩增结果；2，4，6，8，10，12分别为1，3，5，7，9，11 的确切结果。

表2 CETP基因TaqIB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例(% )]

组别

EH组(n=218)

对照组(n=301)

χ2值

P值

基因型 等位基因

B1B2

103(47.25)

120(39.87)

2.81

0.094

B2B2

31(14.22)

45(14.95)

0.054

0.816

B1B1

84(38.53)

136(45.18)

2.29

0.13

B2

165(37.84)

210(34.88)

B1

271(62.16)

392(65.12)

0.327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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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三叉苦抗炎作用及机制研究
林紫微，赵智萍，林志军，王海龙，任守忠，李佩佩

（海南医学院药学院，海南 海口 571199）

【摘要】 目的 研究海南三叉苦水提物的抗炎作用并探索其作用机制。方法 通过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角

叉菜胶致大鼠足肿胀来观察三叉苦的抗炎作用。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法)测定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和

白细胞介素1β (IL-1β)的含量。结果 与模型组(0)相比，三叉苦水提物中、高剂量(19.11%，22.94%)能抑制二甲苯

所致小鼠耳肿胀(P<0.05)，中剂量对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肿胀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致炎 4 h [(0.53±0.17) cm]效果

最明显(P<0.01)。水提物中、高剂量对大鼠血清中 TNF-α [(169.61±73.80) ng/L 和(124.34±85.65) ng/L]和 IL-1β
[(521.01±206.89) ng/L和(393.99±197.61) ng/L]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作用，TNF-α较模型组[(283.98±68.68) ng/L]降低

显著(P<0.05)。结论 海南三叉苦水提物具有抗炎作用，其抗炎作用可能与抑制TNF-α和 IL-1β的生成有关。

【关键词】 三叉苦；抗炎；作用机制；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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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inflammatory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Evodia lepta in Hainan. LIN Zi-wei, ZHAO Zhi-ping, LIN Zhi-jun, WANG
Hai-long, REN Shou-zhong, LI Pei-pei. School of Pharmacy,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99, Hain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Evodia lepta in Hainan.

Methods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Evodia lepta was observed by acute inflammation model of the mouse ear

swelling and rat foot swelling. The content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TNF-α) and interleukin 1 beta (IL-1β)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middle and high dose water extracts (19.11%, 22.94%, respectively) of Evodia lepta could inhibit the ear swelling in-

duced by xylene (P<0.05); The water extracts at middle doses could remarkably restrained paw edema induced by car-

rageen, with the best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at 4 h [(0.53±0.17) cm, P<0.01]; The water extracts at middle and high

dose could reduce the content of TNF-α [(169.61±73.80) ng/L vs (124.34±85.65) ng/L] and IL-1β [(521.01±206.89)

ng/L vs (393.99±197.61) ng/L] in rat serum;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283.98±68.68) ng/L], the TNF-α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Conclusion The water extract of Evodia lepta has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and its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may be related to inhibiting the formation of TNF-α and IL-1β.

【Key words】 Evodia lepta (Spreng.) Merr.; Anti-inflammatory; Mechanism;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TNF-α); Interleukin 1 beta (IL-1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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